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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成為雙語國家
行政院推８大策略
台北6日電
行政院長賴清德今天表示，推動雙語國家
有助提升國家競爭力。根據國發會提出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將從落實政府公開
資訊雙語化、培育公務人員英語力等8大策
略方向推動。
行政院今天舉行院會，行政院發言人
Kolas Yotaka（谷辣斯．尤達卡）會後記者
會轉述，賴清德在會中針對「2030雙語國家
政策發展藍圖」報告裁示，推動雙語國家為
政府重大政策，有助提升國家競爭力。針對
藍圖所提各項策略，各相關部會務必積極推
動，展現政府推動雙語國家政策的決心。
賴清德指出，這項藍圖與以往推動的雙語
政策不同之處在於這次是為提升國家整體競
爭力，而非以往以考試為目的；重視提升國
人英語力，而非僅有硬體環境的建置；盼帶
動全民學習英語的風氣，而非僅針對學生。
另外，政府相關措施是以需求面出發，而非
單純強調供給面。
賴清德表示，藍圖推動策略中，「推動教

育體系的雙語活化」為重中之重，教育部務
必儘速鬆綁相關法規，並於3個月內送立法
院審議。各部會除推動針對業管客群的策略
之外，公務人員應加強提升英語力，正副首
長也應強化英語溝通能力，以利於第一時間
透過國際媒體發布重要訊息。
賴清德表示，為達成2030雙語國家的目標
願景，各部會須善用現有資源，國發會不特
別編列預算，但各部會可運用自己原有的預
算勻支辦理。但教育部如需額外預算執行，
可務實編列。
他說，為期中央、地方能共同落實雙語國
家政策目標，請各地方政府共同協力推動本
藍圖。
國發會表示，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
的推動理念包括從需求端全面強化民眾英文
能力、以數位科技縮短城鄉資源落差、兼顧
雙語政策與母語文化發展、打造年輕世代的
人才競爭優勢。
根據藍圖，8大共同策略包括各部會官網
全面雙語化、與外國人相關文書雙語化、公

白綠合作？ 蔡總統：集結社會最大支持
台北6日電
白綠是否合作，相關議題引發關注。總統
蔡英文今天說，2016年選舉勝利是來自於民
進黨取得社會多數人支持，面臨下一局挑
戰，「要去集結這個社會對我們最大支持的
力量」。
民進黨在2014年禮讓台北市長柯文哲，這
次推出前立委姚文智參選，柯文哲最後在藍
綠夾殺下當選連任。姚文智辭職留下的北市
第2選區立委遺缺補選，被視為民進黨與柯
文哲重啟「白綠合作」的契機。

蔡總統今天首度在總統府進行「迴廊談
話」，主動提到近來常被討論的「白綠合
作」議題。她說，選舉中很多名詞被拿來使
用，但她基本上只有一個信念，也就是民進
黨在2016年的選舉勝利來自於取得社會多數
人的支持，同樣的道理，面臨下一局挑戰的
時候，「要去集結這個社會對我們最大支持
的力量，這是我們全黨要在下一個階段去努
力的方向。」
她說，這次選的不好，甚至是一個輸的局
面，但「我們有很多的反省、檢討，而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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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逼宮說
蔡總統：民主政治不是宮廷劇
台北6日電
總統蔡英文今天對近來政壇傳出的「逼宮
說」回應指出，民主政治真的不是宮廷劇的
劇本環境，所以不需要把政治想得這麼複
雜。鬥爭絕對不會是解藥，甚至是一個毒
藥；她對民進黨有信心，會重整隊伍，面對
下一局的挑戰。
蔡總統今天首度在總統府進行「迴廊談
話」，回應近來時事議題，並接受媒體簡短
提問。
蔡總統主動提到，近來好像很流行「逼宮
說」，逼宮說好像跟近來流行的宮廷劇有
關，但是，台灣是民主政治，不是威權政
治，「在民主政治裡面，真的不是宮廷劇的
這種劇本的環境，所以，我們不需要把政治
想得這麼複雜，基本上，我們對我們的民主
政治要有一個基本信任。」

談到民進黨現在的狀態，她說，民進黨在
2008年曾經挫敗過一次，那一次的挫敗給民
進黨很大的警示，也給黨內有很多的提示，
就是說，「當我們面臨困難的時候，鬥爭絕
對不會是解藥，甚而是一個毒藥。」
蔡總統提到，這次選後，黨內很多人有不
同意見，對於敗選原因的檢討，大家也都很
認真很用力去想，所以有很多不同看法，也
有很多相同看法，也有人講話會比較大聲，
而有人選擇在一個比較安靜的環境表達意
見，這些現象都有，但都不改一個基本共
識，「這個黨在面臨困境、在困難的時候，
團結是最重要的。」
她強調，基本上，對民進黨整體來看，
「我是有信心的」；她說：「我相信我們在
下一個階段，會把這個隊伍重整起來，面對
下一局的挑戰。」

共服務場域第一線服務雙語化、落實政府公
開資訊雙語化、與外國人相關法規雙語化、
提升文教場館的雙語服務、培育公務人員英
語溝通力、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及證照
雙語化。
國發會主委陳美伶於會後記者會表示，外
國人士普遍認為台灣目前的英語環境在硬體
上有相當程度，但台灣民眾的英語溝通力有
所不足。因此，提升台灣民眾英語力有絕對
必要，教育是重中之重，從法規鬆綁開始。
國發會表示，各相關部會的個別策略包括
推動設立全英語電視台頻道、鼓勵公廣集團
製播英語節目、增加廣播電台英語節目、營
造友善雙語觀光環境、政府採購文件雙語
化、重大案件與涉在台外國人士或外商的起
訴書提供英文摘要內容、建議司法院對重大
判決摘要英譯、建置科學園區與產業園區雙
被問到新系是否推黨主席人選，段宜康認
台北6日電
語友善投資環境、鼓勵企業提升英語力、提
民進黨新潮流系表態支持總統蔡英文爭取 為，在這個階段，民進黨必須推出讓外界有
升勞工英語、強化醫療院所英語力、提升國 連任，新系立委劉世芳今天也呼應，力挺蔡 新感受，代表新作為的人選，下星期開始登
軍人員軍事英語能力、提高新進涉外事務人 總統再戰。她說，蔡總統大的施政方針沒有 記後，很快就會看到人選了。
員相關特考的英文科目比重等。
新系要角劉世芳指出，敗選後穩定政局是
錯，不必瀰漫這次選輸，下次總統大選一定
最優先要務，目前國政、政策內容的推動都
輸的敗選氣氛。
夠更接近我們人民的想法」，在這些基礎之
九合一選舉敗選，身兼民進黨主席的總統 照既定時程表走，賴清德在穩定政局已達到
上，「我們下一個階段的工程就是集結最大 蔡英文辭去黨主席，外界揣測蔡總統2020年 一定程度的目標。她也指出，穩定政局是階
的民意的支持」。
是否繼續拚連任。新潮流系前總召段宜康昨 段性任務期間，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可以
對於媒體記者詢問何時跟新當選的直轄市 天接受中央社訪問提到假如蔡英文選不贏， 好好思考府院黨的人事問題。
長見面，蔡總統說，雙方幕僚溝通當中，相 民進黨沒有第二人選得贏，被視為新系力挺
劉世芳說，蔡總統下鄉傾聽，目前聽到的
信不會等太久，希望中央和地方的協調，早 蔡總統爭取連任。
聲音是大的施政方針沒有錯，但推動政策欠
一點有交換意見的機會。
段宜康上午在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質 缺溝通與社會共識，因此未來將提醒政務
至於公投議題方面，蔡總統指出，不僅是 詢後，戴著安全帽準備騎車離開時，被媒體 官、立委或從政黨員要接地氣，而不是留在
執政的團隊對公投結果有所檢討跟思考， 包圍採訪，事後還把照片放上臉書，打趣說 冷氣房決策。
「 我 想 我 們 的 盟 友 也 會 有 一 些 想 法 跟 思 「立法院真是個危險的所在」。
劉世芳也提出，2016年正副總統大選民進
考」，後續會找他們交換意見。
段宜康受訪表示，不論賴清德是否繼續擔 黨比國民黨多約300萬票，這次直轄市與縣
她說，從另外一個角度，公投過程有很多 任行政院長，賴清德也不會有任何企圖會去 市長選舉，民進黨較2014年減少90萬票到
技術性的，像是選舉跟公投一起，造成選舉 跟蔡總統競爭；但他表示，這些都是他的判 100萬票，她認為民進黨內部不必瀰漫縣市
的投票日上面很多安排是需要檢討。
長選輸，下次總統大選一定輸的敗選氣氛。
斷，他不能代表蔡總統或賴清德發言。

民進黨新潮流系挺蔡總統拚連任

環署審查核一廠除役環評
環團盼確保安全盡速通過
台北6日電
核一廠一號機組運轉執照昨天到期，但核
一廠除役環評仍在審查中，環保署今天舉行
初審會議繼續審查，環團在會前呼籲環評委
員，應在確認除役安全無虞狀況下盡速通過
除役環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今天舉行「核能一廠除
役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專案小
組第2次初審會議，環保團體環境法律人協
會、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綠色公民行動
聯盟等環團會前在環保署大門召開「安全至
上如期除役」記者會，呼籲不要讓核一廠除
役空轉。
環境法律人協會理事長張譽尹指出，台電
在2016年7月提出核能一廠除役環評，開啟
環保署6日舉行「核能一廠除役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專案小組第2次初審
會議，環評委員及台電公司與內政部、經濟部等單位出席。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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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愫欣表示，核電廠除役後，還有核廢料
問題必須處理，雖然高放射性核廢料的乾式
貯存場可放置40年、等待最終處置場完成後
再移出，但若最終處置場都無法找到合適位
址，是否會便宜行事就留在當地。崔愫欣指
出，原能會已要求核一廠乾式貯存設施不得
轉作最終處置場所，希望環評審查也可比照
辦理、做出相同決議。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專職律師蔡雅瀅則
表示，依據台電規劃，台電計畫先啟用第一
期露天乾貯，第二期再改採室內乾貯，建議
台電評估加速室內乾貯設施興建，減少核廢
料的移動風險。

電業法第95條第1項刪除 賴揆：非核家園目標不變
公投過關，將廢止電業法第95條第1項「核
能發電設備應於中華民國114年以前，全部
停止運轉」的條文。
行政院今天舉行行政院院會，行政院發言
人Kolas Yotaka（谷辣斯．尤達卡）於會後
記者會表示，院會同意通過刪除電業法第95
條第1項條文，後續將送立法院審議。

Kolas轉述，行政院長賴清德於會中裁
示，政府推動非核家園目標不變，但取消期
程。
2025非核家園是總統蔡英文的競選政見，
要在2025年不再使用核能，達到再生能源
20%、天然氣50%，及燃煤30%的能源發電比
目標。

盧秀燕公布新人事 不排除訪問大陸

免費參觀花博，是否會違反先前市府與授權
單位國際園藝生產者協會（AIPH）的協議？
盧秀燕回應說，市府與AIPH關係很單純，預
估門票收入新台幣16億8000萬元的1/100做
為AIPH的權利金，即1680萬元，台中市政府
將分兩年編列，會依約支付，不會因改朝換
代而改變。
針對台中市議會正副議長選舉，盧秀燕表
示，市議會是自治機關，她自己是民代出
身，對於民意機關，她高度予以尊重。

台北6日電
「以核養綠」公投過關，經濟部4日正式
公告電業法第95條第1項，自2日起失其效
力，行政院院會今天通過刪除這項條文，廢
除關於核能發電設備應於2025年前全部停止
運轉的規定。
11月24日公投結果，其中，「以核養綠」

台中市長當選人盧秀燕（中）6日公布市府團隊，3名副市長人選是前立法委員楊
瓊瓔（左2）、前台南市警察局長陳子敬（左）、國家政策基金會董事令狐榮達（右
2），秘書長則由前台中市都發局長黃崇典（右）擔綱。
中央社

了核一廠除役環評的時程，在一階環評時，
台電自願進入較嚴謹的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
估，也讓公民有更多參與的空間。
張譽尹表示，台灣首次面對核電廠除役，
環保團體也提出民間版本的範疇界定指引
表，從地質、邊坡穩定、水文、地下水等環
境因子切入，核能一廠的除役環評如今已逐
步完善，希望環評委員能在確認除役環評安
全性無虞的情況下，儘速通過環評、不要耽
擱核一廠的除役時程。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愫欣則指出，
核電廠除役相當複雜，也必須謹慎處理，全
球核電機組中有65%已經運轉超過30年，未
來會有300多部機組有除役需求，這是使用
核電國家都必須面對的代價。

台中6日電
台中市長當選人盧秀燕今天表示，只要能
幫助台中市賺錢，她不排除登陸訪問。至於
台中市民免費參觀花博的決定，她表示上任
後會禮貌性照會授權單位國際園藝生產者協
會（AIPH）。
盧秀燕上午召開記者會公布3位副市長楊
瓊瓔、陳子敬、令狐榮達及秘書長黃崇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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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案，她說，人事案公布後，將由黃崇典
帶領5人小組與台中市長林佳龍市府團隊進
行對接工作，她很感謝林佳龍團隊這段期間
在交接工作上提供很多協助。
上任後是否會前往大陸訪問？盧秀燕表
示，她不排除登陸訪問，只要對台中市好，
能幫助台中市賺錢。
盧秀燕宣布台中市民及全國12歲以下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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